2017 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CLDAA
「藍寶石公主號基隆港起訖日韓遊輪之旅」旅遊報名須知
【報名截止日期：至艙房售完為止】

一、 遊輪活動日期：2017 年 09 月 17 日(星期日)至 9 月 24 日(星期日)
二、 團費：
雙人房每人團費
內艙房

NT$ 63,900

陽台艙房

NT$ 68,000

迷你套房

NT$ 71,900

說明
1. 若需求單人入住或 3、4 人房報價請來電洽詢。
2. 如需 3、4 人房，因間數較少，報名前請先來電確認。
3. 請持回傳給旅行社之同一本護照登船。例如: 報名
時回傳美國護照，登船時持台灣護照，將無法登船。

報名優惠價，即日起報名內艙房第二人減 NT$6,000
陽台艙第二人減 NT$10,000

三、 請於報名同時，按旅遊報名表所列金額，以刷卡方式【限 VISA、MASTER、JCB、AE】或匯
款方式支付旅費，因故取消者，遊輪/加購陸遊費用須按照以下規定收取!!
日期

費用

2017/8/15 之前取消

全額團費 75%

2017/8/16 以後取消

全額團費 100%

備註
若有訂位變更或取消，應以書面
標示日期、內容，正式以 MAIL
或 FAX 通知旅行社，方為有效，
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
<左述日期以台灣時間為主>

四、 團費項目：
(1) 遊輪艙房費(兩人一室，指定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差)
(2) 包含船上岸上小費、岸上遊、行程內所有提及之景點門票、三餐。
(3) 保險(限台灣出發)：NT$500 萬履約責任險+NT$20 萬醫療險。年紀 70 歲(含)以上或
未滿 14 歲者，NT$200 萬履約責任險+NT$20 萬醫療險。
五、 團費不包含:
(1) 港口與居住地間之接駁交通等費用。
(2) 個人新辦護照工本費用與簽證申請費。
(3)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4) 私人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六、 更名規則
此行程須依照您的護照姓名訂位遊輪艙房，因故更改規則如下：
2017 年 08 月 13 日~09 月 01 日之間更換登船名單者，更名費用為 NT$3,000(每人)。
2017 年 09 月 02 日後不得更改任何登船名單及艙等。

七、 旅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Roselint 楊’
s 電話 886-2-33224458*27/E-mail:roselint@otct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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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CLDAA
「藍寶石公主號基隆港起訖日韓遊輪之旅」旅遊報名表
(三人房、四人房請另外索取報名表，同艙房者請填寫於同一張報名表) □清晰的護照影本

護照英文名

中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特殊餐食

手機

E-MAIL

同房中文姓名

護照英文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手機

特殊餐食

不吃:□牛 □雞 □其他

不吃:□牛 □雞 □其他

E-MAIL

僑居地
通訊地址
行程報價&內容，請勾選：
全包式團費(費用含含遊輪政府稅、港口稅、船上小費(每人每晚 US$13*7 晚共 US$91)、
團體保險、全程 4 次岸上觀光)
□內艙房
□陽台艙房

NT$63,900/每人
NT$68,900/每人

□迷你套房

NT$71,900/每人

加贈區(如欲搭乘請勾選)
□09/17 台北車站東三門/基隆港巴士搭乘
□09/24 基隆港/台北車站東三門巴士搭乘

持卡人姓名：
卡別：□VISA □MASTERCARD □JCB □AE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年
月；卡片背面後 3 碼或 AE 正面 4 碼：□□□□
團費金額：NT$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
日 期：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備 備註：
1. 報名時間：即日開始受理報名，依完成報名繳訂順序至艙房額滿為止。
註 2. 報名方法：請卓參表格提供聯繫方式、護照影本及信用卡資料報名。
3.
4.
5.
6.
7.
8.
9.

報名後要求取消者依實際情形收取以代墊付之簽證工本費及手續費， 並依照國際郵輪法規收取
取消費用<請參考 P.1 第三項 遊輪罰則規定>。
採用匯款(匯款完成請傳真或 E-MAIL 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銀行代號：004，
匯款帳號：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單據開立之資料 (如未填寫則直接開立客人姓名/限自行負擔的金額)。
根據國際郵輪海上安全公約，規定每一艙房必須至少有一位年滿 21 歲以上的旅客住宿。
無乘坐公司安排北車東三門/基隆港接撥巴士者，請自行於 2017/09/17 下午二時前 至碼頭辦理登船手續。
確定成團。
如有特殊餐食，請於報名時一併告知，敬請配合。

★主辦單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承辦單位：海外台商旅行社
★旅遊報名表發送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Roselint 楊’
s 電話: 886-2-33224458 #27 / E-mail: roselint@otcta.tw
傳真: 886-2-332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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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寶石公主號基隆港起訖日韓遊輪之旅 09/17~09/24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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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

<免費>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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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行程 
第1天
9/17(日)

基隆港登船
航】

【 遊 輪 17:00 啟

今日於基隆港搭乘公主遊輪船隊中 116,000 噸之◆藍寶石公主號。您可在登船前遊覽基隆市，位於
台灣的東北角，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為台灣北部重要的國際商港。繁華的港都無論在功能及型態
上神似香江風情，猶如一個小香港。隨後登上藍寶石公主號，所有人參加全船救生演習後，遊輪鳴
笛緩緩離開碼頭，啟航駛向大海。
免去舟車勞頓，更不用天天打包行李，一覺醒來就到了新的國家或新的景點，在旅程中，時時沈浸
在優美的氛圍中，是在陸地上所沒有的海洋浪漫及冒險感，這就是全世界旅人最嚮往的遊輪旅遊。
公主遊輪以浪漫優雅的風格，提供最精緻的美食及精采娛樂，便利的華語服務更讓您享受海上假期
無國界，一旦體驗過就會愛上這獨一無二的悠閒旅行方式。
貼心提醒
1.

請於登船日當天 12：00～15：00 間，前往基隆港港務大樓一樓旅遊櫃檯辦理登船手續。

2.

登船後您可前往 14 樓自助餐廳享用下午茶簡餐，因辦理登船手續導致用餐時間較晚，敬請見諒。

餐

食：午餐：登船後可享用下午茶簡餐

住

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晚餐：豪華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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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
9/18(一)

海上巡遊 At Sea

最悠閒、最自在的遊輪旅遊體驗，莫過於全日航行於海上的悠閒時光。公主遊輪熱情地敞開雙手歡
迎您的熱烈參與。前往甲板上的原木跑道慢跑、散步；迎接晨曦，來個日光浴；也可至健身房、水
療美容中心、按摩池，好好舒鬆筋骨。您一點都不會無聊，建議您參閱『每日中文活動表』
，自由選
擇喜歡的活動一起同樂，千萬不要錯過各項免費的精采活動或設施，如生動有趣的舞蹈課程、浪漫
熱情的現場音樂演奏；或前往海上賭場小賭怡情、試試手氣；參加有趣的賓果遊戲、團體競賽等。
盡情享受道地的義大利風味美饌、精緻下午茶。您也可逛逛精品免稅店，享受海上購物樂趣。入夜，
別忘了前往劇院欣賞精彩的歌舞表演，三五好友齊聚一堂至酒吧小酌談心，或到各大小夜總會來場瘋狂
熱舞，享受精采豐富的海上假期，絕對讓您不虛此行。
【特別推薦】星空電影院
公主遊輪獨有的星空露天電影院，您可以細細品嘗於白天播放的動感演唱會或是夜晚播放美麗動人
的電影，享用著免費的爆米花，天冷了還有溫暖的羊毛毯供您使用，千萬別錯過！
海上饗宴 邀您入席
船上１０個餐廳，有 3 家主餐廳、1 家自助餐廳、2 間付費餐廳之外，還有比薩餐廳、點心吧、燒烤
吧、聖代吧，提供您高水準的美食，並且２４小時供餐。
賭場
船上的娛樂場，是一個設施相當多的博弈空間，五光十色，相當華麗，設有不同種類的吃角子老虎
機，另外亦設有多種不同的桌上型遊戲，如：百家樂，輪盤，二十一點等。種類繁多瞬間讓您有如
置身於拉斯維加斯，快來一同感受一下！
泳池游樂
凡人無法擋~享受身體放鬆~心情紓解的魅力吧!船上配有多座游泳池，您可以盡情享受陽光並且看
著大海游泳，好像身在海裡般，別有一番風味!夜晚時您可以一邊泡著熱水按摩池一邊享受星光燦爛
的星光電影，浪漫度百分百!
公主劇院
晚晚都上演著不同的表演節目，內容包羅萬象如歌舞秀、魔術、模仿秀、雜耍等。動人的歌聲、精
湛的舞藝，極盡奢華的卡司陣容，加上高科技的舞台聲光音效，讓您一堵媲美百老匯的精采表演。
餐

食：早餐：豪華遊輪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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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第3天
9/19(二)

釜山(韓國)
航】

【遊輪 08:00 抵達；16:00 啟

釜山
全名是釜山廣域市，是韓國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個貿易大港。釜山近年來成為韓國旅遊的新選
擇，比首爾消費還要划算，而且旅遊的風情截然不同。藍色的天，一望無際的大海，釜山的美景讓
整個心靈都平靜下來了。雖然釜山擁有淳樸寧靜的氣息，但隱約中還具有一股時尚魅力。讓我們一
起來發掘它的美好吧！
BIFF 廣場
綜合欣賞電影、購物及飲食的消閒地方。原名本為 PIFF 廣場，但 1996 年舉辦釜山國際電影節(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之後，正式名為 BIFF 廣場。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滿地都是明星的手印。
龍頭山公園
因為山的樣貌像龍頭而有這樣的稱呼，佔地廣闊的公園內有一個漂亮的花鐘、八角亭和充滿韓風的
鐘閣，除此之外還有韓國的民族英雄，重創豐臣秀吉軍隊的李舜臣將軍銅像。俯瞰著寧靜的釜山市
區與遠方的海港，享受著風和大自然的洗禮。
樂天百貨
於 2009 年 12 月開幕的樂天百貨公司為韓國第一家靠海的百貨公司，店內設有各種國內外知名品
牌、娛樂設施與大型旗艦店。被登錄於金氏紀錄的世界最大室內音 樂噴泉位於 Aqua Mall 裡，可欣
賞獨一無二的噴泉秀。
餐

食：早餐：豪華遊輪

住

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第4天
9/20(三)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豪華遊輪

鹿兒島(日本)
航】

【遊輪 10:00 抵達；18:00 啟

鹿兒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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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於薩摩半島的東北部，是鹿兒島縣廳所在，也是全縣政治、文化和經濟的中心。東臨鹿兒島灣，
隔著海灣與櫻島相望。擁有許多火山地形、綠意盎然的森林、眾多溫泉等優美的自然風光以及獨具
特色的歷史文化等得天獨厚的觀光資源，是日本屈指可數的觀光縣之一。

仙巖園
又稱《磯庭園》
，由當時統治這一地區的島津光久作為私人別墅於 1658 年建造，島津家族掌管了鹿
兒島近七百年，直到 1868 年領主時代的結束。以櫻島為背景，是具有仙島之稱，極具代表性的日本
式庭院。也因電視劇篤姬在此取景而成為日本國內旅遊必玩的景點。
城山公園
這裡是明治維新時期最後的激戰地。標高 108 公尺，從山頂的瞭望臺上放眼望去，鹿兒島市區及櫻
島的全景盡收眼底，十分壯觀。
購物中心
位於鹿兒島港口附近的大型複合式購物中心，聚集許多受到矚目的商店的複合型設施，從時尚用品
到藥粧雜貨共有數十間店家比鄰而立，絕對能滿足您的需求一次採買各種紀念品及伴手禮。

餐

食：早餐：豪華遊輪

住

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第5天
9/21(四)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豪華遊輪

別府(日本九州地區)
啟航】

【遊輪 09:00 抵達；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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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府
以地獄溫泉著稱，由於位居火山地帶，地面常常動不動就噴出蒸氣、熱水或滾燙的泥巴，吸引人們
觀賞駐足，成為日本頗負盛名的觀光地。來到別府，整個城鎮充滿了昭和時代的懷舊風，無論是商
店街、招牌或是溫泉旅館，都有迷人的魅力。
海地獄溫泉巡禮
遠看以為是一面海洋，因為海地獄的泉水呈現美麗的湛藍色，有美麗的庭園造景，旁邊還有一神社，
是裡面景觀比較別緻的一處，但因為泉水溫度高達 98℃，不適合泡湯，只能用來觀賞和煮煮溫泉蛋
來吃，所以常見到一簍簍熱騰騰的溫泉蛋掛著。
湯布院
小鎮各處都有溫泉湧出，是溫泉出水量在日本排名第三，街道上饒富特色的雜貨店及療癒系的小旅
館，在此可以放慢腳步，盡情享受城鎮的好山好水好風光，湯布院已經是日本 OL 票選的第一名，更
是日本最 IN 的溫泉地。
餐

食：早餐：豪華遊輪

住

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第6天
9/22(五)

午餐：當地風味餐

晚餐：豪華遊輪

長崎(日本九州地區)
航】

【遊輪 11:00 抵達；17:00 啟

長崎
今日遊輪來到日本美麗的港口城市：長崎市，為長崎縣的首府，位於九州西北端，由 5 個半島和許
多小島組成。是距離亞洲大陸最近的日本港口城市，多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外貿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同時在日本鎖國時期為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口岸，是日本引進現代文明的窗口，也是中西文化深
入日本的樞紐。處處充滿異國情調，西洋、中華以及和風交織出的動人的特殊魅力，值得您細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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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在抵達長崎港之前，遊輪將駛經長崎市的地標女神大橋，全長 1,289 公尺，跨越長崎灣內的長崎港
水道，是一座雙塔斜張橋，因其優雅的展翼外形贏得了「維納斯之翼」的愛稱。
長崎平和公園
1945 年 8 月 9 日 11:02，美國在長崎投下日本的第二顆原子彈，平和公園即位於原子彈落下中心北
側。園內祈願雕像是以神的愛與佛的慈悲為象徵，右手指天表示原爆威脅，左手水平伸展代表和平，
闔眼是為原爆犧牲者祈求冥福。
哥拉巴公園~蝴蝶夫人故居
由普契尼撰寫膾炙人口的世界 3 大歌劇之一「蝴蝶夫人」
，故事靈感和背景皆取自於這座「哥拉巴公
園」
。佔地 30 萬平方米，以日本最古老的木造結構洋樓的國家重要文化遺產“哥拉巴宅邸”（歌劇
蝴蝶夫人的愛情故事發生地）為代表，共彙聚 9 棟明治時代的洋式建築，是個充滿濃厚的異國情調
的觀光勝地。由於位處山丘，能夠盡享長崎港灣美景，不僅是長崎最著名的觀光地更是熱門情侶約
會聖地。
濱町步行街(自由活動)
彙集了各式店鋪、餐館，是長崎最熱鬧、最具人氣的商店街，各式百貨商場、時尚衣著、雜物小鋪、
藥妝店、超市、美食餐廳…等，您可以在這邊採買各式用品或是紀念品。
特別說明
1.

今天遊輪抵達後全日自由活動，您可搭乘計程車或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長崎各大景點觀光或購
物。

2.

今日您可自費加購岸上觀光，前住長崎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長崎加購岸上觀光之行程
內容包含：哥拉巴公園、原爆平和公園、濱町步行街等。

3.

此岸上觀光加購行程，為公主遊輪公司統一安排，景點或遊覽順序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稍作
調整，造成不便敬請見諒並感謝您的知悉。

餐

食：早餐：豪華遊輪

住

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第7天
9/23(六)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海上巡航 At Sea

【特別推薦】香檳瀑布晚宴
公主遊輪上特有的重頭戲，建議您盛裝出席，每位乘客皆有機會
從堆疊成香檳杯塔上淋灌香檳而下，有專人協助拍照，為此趟旅
遊留下難忘回憶。
蓮花 SPA
英國皇室專屬 SPA，提供頂級專業的按摩服務，包括臉部、全身、
半身等，皆搭配頂級保養品，專門為您消除日常所累積的身體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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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體驗海上頂級 SPA，請領隊幫您預約吧！這可是非常受船上旅客喜歡的項目喔！（需付費）
成人聖殿
特別利用盆栽造景及大型玻璃帷幕，為您打造一座幽靜的海上綠洲，限定１８歲以上的旅客才能進
入，提供養生飲料、音樂，和不被打擾海上優閒！（需付費，半天 20 元美金）
免稅精品名店
歐美國際名牌精品，包括施華洛世奇、CK、蘭蔻、倩碧、雅詩蘭黛等名牌香水、化妝品、珠寶等物
品，以超值優惠的免稅價格提供，還有不定時舉辦令人失心瘋的特價會!
美麗回憶無限
航程中專業攝影師會在各種登船日、停靠港、正式晚宴等場合為貴賓留下美麗動人的甜蜜記憶，拍
照是免費不需額外費用，您可在相片展示區瀏覽或購買喜愛的照片，做為搭乘遊輪的最佳紀念品!
餐

食：早餐：豪華遊輪

住

宿：藍寶石公主號 Sapphire Princess

第8天
9/24(日)

午餐：豪華遊輪

晚餐：豪華遊輪

抵達基隆港
達】

【遊輪 07:00 抵

今日，藍寶石公主號返抵基隆，結束八天愉快的遊輪海上假期，返回闊別多日的甜蜜家園，我們期
待下次海上相遇。
貼心提醒
因船上人數眾多，將由遊輪公司安排下船梯次及順序，請耐心等候及配合。
餐

食：早餐：豪華遊輪

住

宿：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

班機/船期/行程及飯店視實際狀況可能有所調整。

◎

餐食如遇氣候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如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
(請依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７０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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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遊輪提醒事項】
A.

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力因素或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行程中登船、抵/離
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遊輪公司及本公司不負任何退款和賠償責任。

B.

請貴賓務必記得攜帶護照辦理登船手續：
1. 有效期限須滿半年以上，否則公主遊輪公司將拒絕旅客登船。
2. 雙重國籍者→必須全程使用當初提供給旅行社預訂船艙所用之同一本護照。

C.

備註：
◎

若有訂位變更或取消，均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等正式通知方為有效，以電話或口頭告知者無效。

◎

若遇到本國及外國之例假日，應提前至假日前之工作日通知，以符合國際遊輪公司取消日計算之規定。

◎

為考量嬰兒、18 歲以下未成年小孩、21 歲以下乘客及孕婦安全，嬰兒及孕婦特殊登船規定如下：
1. 嬰兒：以登船日為基準，嬰兒登船生日需滿 6 個月以上方可登船。
2. 18 歲以下未成年小孩：所有年齡未滿 18 歲不可單獨參加任何航程。
3. 孕婦：以登船日為基準，孕婦懷孕需少於 24 週以內方可登船。

◎

身心障礙乘客必須可以自我照顧或請由可提供所有協助的另一名乘客陪伴共同出遊參加航程，必須
服用的藥物都必須自行攜帶妥當，便能適時提供必要的幫助。

D.

**遊輪上配備醫務室及醫務人員，乘客如果在搭乘遊輪期間因病需要醫治，船公司將酌收合理醫藥費。**

【公主遊輪旅遊常見問題】
A.

遊輪上所有消費皆以美金計價，船艙費用包括哪些遊輪上的服務項目？
◎

通常一般船艙費中包括船艙住宿費、遊輪航行交通費、所有餐廳之餐點提供（但不含單點飲料費及
訂位餐廳）
、船上的娛樂表演活動及遊樂設施。此外，船艙費中並不包括個人醫療費用、小費，及私
人消費的項目，如酒類及非酒類飲料、洗衣費、電話費、沖洗相片、SPA、美容、艙房內所提供之
瓶裝礦泉水飲料等費用，都是您個人須自行負擔的範圍。

B.

航程中，該攜帶什麼樣的衣物？
◎

參加遊輪假期通常基本應該準備的衣物有三種：在船上全天可穿著輕便的服裝或運動服。

◎

白天岸上觀光行程或自由活動時所準備的旅遊服裝（請依季節溫度變化準備）

◎

每天船上晚餐的服裝準備建議：
＊非正式服裝之夜男士可穿著有領子的襯衫或休閒便服（勿著短褲、拖鞋）
，女士可穿著褲裝或洋裝。
＊正式服裝之夜（包括船長歡迎酒會、主題晚宴和船長惜別晚宴）女士穿著晚禮服或裙裝，男士應
穿著晚禮服或正式西裝打領帶。

C.

有關船上的用餐時間與地點？
◎

在公主遊輪，用餐的地點及餐食的內容選擇及變化相當豐富，通常早餐、午餐、晚餐的地點您可隨
意挑選，你可前往有單點菜單內容的餐廳，也可前往自助餐廳享用多種菜色。晚餐則建議光臨每晚
都有主題菜色變化之主題餐廳享用。

D.

遊輪上夜晚有那些活動可以參加？
◎

百老匯秀、夜總會現場表演、DISCO、酒吧、電影等，並有新朋友的歡樂聚會。大多數的船上設有
B-12

賭場，以及許多特別活動，如船長的雞尾酒會、旅客的才藝表演、午夜自助餐等。夜晚的時光，您
想到玩到多晚都可以，甚至可以通宵玩到迎接海上壯觀的日出。
E.

請隨身攜帶公主遊輪船卡，以免遺失。
◎

遊輪上所有消費支付均使用公主遊輪船卡(皆以美金計價)，每位旅客登船時會收到個人專用的公主
遊輪船卡，在整個航程中，該卡將是您的身份證明（上下船時請隨身攜帶公主遊輪船卡，以便身份
查驗），您可用公主遊輪船卡支付一切消費。部分消費需加 15%手續費。

◎

信用卡：
請於登船報到櫃台辦理信用卡授權(VISA / VISA ELECTRON / 萬事達卡 / 美國運通卡) ，在航程
結束前午夜，您會收到消費帳單及明細，核對無誤即可下船，您的一切費用將自動從您的信用卡上
扣除，相當方便。

◎

現金：
您也可使用現金（美元）結帳，如您選擇現金付款則必須於登船報到櫃台支付美金 100 元保證金/
每人，此將用於支付遊輪上之消費實支實付，航程結束前一天，請您自行於遊輪公司規定之現金結
帳地點或客戶服務櫃台，結清您所有消費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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